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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文化视角下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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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多样性及文化交流使得个体自我构念表现出动态性特征。现有研究从聚合文化的视角出发, 表

明自我构念动态性表现在认知、动机和情绪三个层面。文化的动态建构和文化的情境认知理论为自我构念动

态性提供了理论解释。自我构念的动态性受到个体多元文化经历、文化认同、非本质主义观念和文化智力的

影响。现有研究暗示出自我构念动态性具有神经和潜在的生物基础。未来研究应对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征进

行心理、神经和生物层面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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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指个体在进行自我定

义时所表现出的倾向性(Cross, Hardin, & Gercek- 

Swing, 2011)。作为认知过程的核心, 其对个体的

认知、动机和情绪均产生重要影响(Cross et al., 

2011; Markus & Kitayama, 1991)。在传统的自我构

念研究领域 , 多数研究者持有静态的分类视角 , 

认为个体的自我观表现为不同类型的自我构念

(Brewer & Chen, 2007; Cross et al., 2011; Markus 

& Kitayama, 1991)。例如, Markus 和 Kitayama 对

自我构念进行了二重分类, 提出东西方文化下的

个体具有不同的自我构念类型。西方人(以美国人

为代表)的自我观强调个人特质的整体性和独特

性 , 鼓励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 , 认为自我是自

主、独立的个体, 是独立型的自我。相反, 东方人

(以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代表)的自我观鼓励人们形

成各种人际关系, 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互相依赖的, 

是互倚型的自我(Markus & Kitayama, 1991)。随后, 

自我构念的二重分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刘艳, 

2011; Brewer & Chen, 2007; Cross et al., 2011), Cross

等人认为 Markus 和 Kitayama 提出的互倚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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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集体为中心的 , 是集体互倚型自我 , 因此 , 

Cross 等人首次提出了关系互倚型自我, 并将其定

义为人们从亲密关系的角度对自我进行定义的倾向

(Cross et al., 2011)。Brewer 和 Chen (2007)在个体

主义−集体主义量表的基础上 , 提出集体主义内

部还存在有关系集体主义和集体集体主义的区别, 

进而引入集体自我、关系自我和个体自我等三种自

我认知结构, 对应于独立型自我、关系互倚型自我

和集体互倚型自我等三种自我构念的分类。因此, 

不论是自我构念的二重还是三重分类, 都延续着静

态的、类型化的研究视角。 

伴随全球化下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以及多元

文化个体的不断增多, 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 随

着文化互动与交流的不断深入, 东西方文化不再

相互对立和隔绝(Leung, Qiu, & Chiu, 2014; Martin 

& Shao, 2016), 每种文化下的个体都在不断学习

和内化多种文化体系, 并具有双文化甚至是多元

文化的特征(Mok & Morris, 2012)。多元文化特征

的形成甚至不需要走出国门, 仅通过互联网就可以

实现, 这一过程称为基于全球化的同化(Globalization- 

based Acculturation) (Chen, Benet- Martínez, & 

Harris Bond, 2008)。在这一背景下, 文化影响下的

自我构念已不再是静态的、单维的和二分的, 个

体通过内化多种文化体系, 根据其所处环境中可

利用的文化线索, 选择更具适应性的文化知识体

系, 进而表现出更符合当前文化环境的自我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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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及相应的行为表现, 即表现出自我构念的动

态性(Chiu & Kwan, 2016; Morris, Chiu, & Liu, 2015)。

因此, 研究者的视角开始从多元文化向聚合文化

转变(Morris et al., 2015)。研究者在聚合文化视角

下, 提出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自我构念的动态性及

其表现(Hong, Morris, Chiu, & Benet-Martínez, 2000; 

Oyserman, 2011), 并采用文化启动范式考察自我

构念动态性特征的过程 (Dean & Gardner, 2014; 

Hong et al., 2000), 同时尝试探索其生物和神经基

础(Kitayama et al., 2014; Ma, Wang et al., 2014; 

Wang, Oyserman, Liu, Li, & Han, 2013)。 

对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文化影

响自我构念的理论, 拓宽文化影响自我构念的研

究领域, 揭示自我构念动态性在个体文化适应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 减少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 促

进不同群体间的有效交流。总之, 自我构念动态

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并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趋势。因此, 本文将通过回顾当前自

我构念动态性的研究, 并总结当前研究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进而对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合理推测, 

以期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思考。 

2  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研究视角：聚合文

化主义 

自文化这一变量被引入心理学研究以来, 社

会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及跨文化心理学大多是从

文化主义(Cultualism)的视角出发, 关注文化对于

心理过程的意义及影响。文化主义是一种相对绝

对化的概念, 是指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传统是相互

分离和各自独立的, 且各自保持稳定。每个人都

是由其所处的文化环境而塑造的 (Morris et al., 

2015), 文化对个人的影响是类型化、稳定、持续

及普遍的。基于这一视角, 早期研究者提出不同

文化间存在价值观的差异, 如个体主义和集体主

义价值观的分离(Triandis, 2001); Markus 和 Kitayama 

(1991)的独立型及互倚型自我构念理论也是在这

一研究视角下, 基于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而

形成的对自我构念不同类型的区分。总之, 基于

文化主义研究视角, 早期研究者更加关注个体的

自我构念的不同类型及其差异、不同自我构念类

型对其他心理加工过程的影响, 以及不同自我构

念类型其独特的行为表现, 均采取一种静态和分

类的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思路。然而, 采用这一视

角的问题在于, 研究者发现文化价值观的分离更

多的表现在某一种文化内部, 而不是不同文化之

间(Schwartz, 2014)。同时, 通过不同的方法所测

量的某一文化群体的独立型或互倚型分数之间也

没有发现显著相关(Kitayama, Park, Sevincer, Karasawa, 

& Uskul, 2009)。加之全球化影响下, 不同文化间

的关系已不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 而是呈现文

化间的广泛和深入的交流与互动。因此, 研究者

开始重新思考某一种文化与其内部个体间的关系, 

认为个体在接受文化对其产生影响的过程中, 是

存在主动的选择、学习和内化的过程, 而不是全

然的文化印刻(Morris et al., 2015)。 

基于对已有的文化心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及对

全球化影响下的社会发展特点进行分析 , Morris

等人 (2015)提出聚合文化主义 (Polycultualism)这

一新的研究视角, 倡导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

的研究应从文化主义向聚合文化主义转变。基于

聚合文化的视角, 文化是一种概念网络, 不同的

传统文化间不是相互独立和分离的, 而是存在不

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改变及发展, 而这种文化

间的互动是通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间互动

而实现。因此, 文化首先影响个体, 进而实现文化

间的互动。正因为文化本身在不断改变和发展 , 

所以文化对个体的影响也是局部的、动态的、情

境化及间歇性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个体的文化背

景不应该只基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二分, 

而应该是基于多种文化要素的整合。研究视角的

转变必然会带来研究内容的改变, 在聚合文化的

研究视角下, 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文化影响下的个

体的自我构念也不应该简单的划分为独立型或互

倚型, 而是呈现更加复杂的特点。因此, 在这背景

下, 研究者的关注点开始从自我构念的类型间差

异及其影响, 转变为自我构念所具有文化适应性

和通融性的特征, 即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征。因

此, 在聚合主义研究视角下, 个体自我构念的动

态性成为了文化及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3  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研究方法 

从聚合文化视角出发, 为研究自我构念的动

态性及其影响, 研究者发展出文化启动范式(Culture 

Priming Paradigm) (Hong et al, 2000)。文化启动的

优势在于, 研究者通过实验, 可以对多元文化影

响下个体的自我构念的动态性进行精细操控、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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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描述, 由此加深我们对全球化影响下自我构

念动态性的理解。文化启动范式试图通过改变某

种文化背景或自我构念类型在当前的可通达性 , 

而实现个体在不同自我构念间的动态转换(Hong 

et al., 2000; Oyserman, Sorensen, Reber, & Chen, 

2009)。文化启动范式有两种主要的操作方法, 分

别为图片启动法和代词圈点法, 前者通过操控文

化实现个体自我构念的动态转换; 而后者是直接

操控自我构念, 使其表现出动态性。 

3.1  图片启动法：文化启动 

图片启动法主要通过给个体呈现来自不同文

化的标志性图片 , 激活不同的文化取向 (Hong   

et al., 2000)。这个方法的理论基础为聚合文化视

角下的个体主义及集体主义理论, 即给被试呈现

东、西方文化的标志性图片, 可分别激活个体的

个体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文化知识体系(Friedman, 

Liu, Chi, Hong, & Sung, 2012; Grossmann, Ellsworth, 

& Hong, 2012)。文化框架转换启动产生影响的过

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认知加工过程, 是通过启动

个体对东西方文化的知识, 进而激活该文化下相

应的文化规则和价值观, 最终影响到个体在这一

文化中自我构念的建构方式。这一方式的优势在

于可以操作文化变量, 并考察不同文化对自我构

念等产生的影响。而该方法的缺点在于, 通常这

种启动需要被试具有直接的多元文化经历, 并理

解所呈现的文化线索, 才能产生符合这一文化特

征的心理过程变化。 

3.2  代词圈点法：自我构念启动 

代词圈点法(Pronouns Circling Task) (Dean & 

Gardner, 2014)要求被试圈出段落中的“我”或“我

们”, 从而激活不同的文化取向。这一方法的理论

基础为聚合文化视角下的独立型及互倚型自我构

念理论 , 即通过让被试圈出一段文字中的“我”, 

激活个体的独立型自我构念, 而通过让被试圈出

一段文字中的“我们”, 激活个体的互倚型自我构

念。与文化框架转换方法不同, 圈词任务启动产

生影响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认知加工过程 , 

直接启动某种自我构念类型, 而无需激活个体有

关某种文化背景的知识。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 , 

不需要个体具有直接的多元文化经历, 即使个体

对东方或西方文化线索缺乏了解, 也同样能实现

自己在不同自我构念间的转换。而缺点在于, 针

对这一方法被用于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操作指标 , 

可能存在的质疑为, 自我构念是否能够等同于文

化背景, 也就是说用圈词任务作为不同文化影响

的指标是值得商榷的, 但是用于直接操控自我构

念的不同类型则是较为理想。 

4  自我构念动态性的表现 

一系列聚合文化视角下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 

在多元文化影响下, 个体自我构念的动态性主要表

现在自我认知、自我相关动机和情绪这三个层面。 

4.1  自我认知 

在自我认知层面, 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征主

要表现在自我认知结构、母亲参照效应和自传体

记忆等三个方面。在自我认知结构上, 研究表明

在西方文化启动下, 具有双文化经历的中国被试

在自我描述任务中产生更多的个体自我描述, 而

在东方文化启动下, 双文化中国被试在自我描述

中产生更多的关系和集体自我描述 (Xi, Mamat, 

Luo, & Wu, 2016), 由此说明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

征表现在个体自我概念在个体取向和社会取向间

的转换。通过母亲参照任务, 研究者们发现东方

文化启动下的中国被试, 在母亲参照条件下的记

忆成绩好于西方文化启动下的中国被试的记忆成

绩(Ng & Lai, 2009; Sui, Zhu, & Chiu, 2007), 说明

自我构念的动态性会影响到个体自我相关信息的

知觉策略, 从而表现为更具有文化适应性的自我

相关信息加工。在自传体记忆方面, 受到西方文

化启动的华裔美国被试在回忆内容中产生更多自

我相关信息, 而受到东方文化启动的华裔美国被

试则产生了更多的社会相关信息(Wang, 2008), 说

明多元文化影响下个体自我构念的动态特征还表

现在自传体记忆提取中自我和社会取向的差异上。  

4.2  自我相关动机 

作为一种自我相关动机, 自我增强效应是指

一个人从积极方面看待自己, 并且从负面信息中

保护自己的动机取向(Kitayama, Markus, Matsumoto, 

& Norasakkunkit, 1997), 其目的是为了维持积极

的自我形象。在自我增强效应上, 早期研究者认

为自我增强是独立型自我的特有表现, 而在互倚

型自我中, 这种效应被人际关系中维持和谐的需

要消除(Kitayama et al, 1997)。然而, 文化启动的

研究表明, 个体对自我相关信息进行积极评价这

一动机同样受到文化启动的影响, 较之东方文化

启动, 西方文化启动下的中国香港被试表现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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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更为积极的评价, 即表现出更强的自我增强

效应(Lee, Oyserman, & Bond, 2010), 由此说明个

体自我构念的动态性也表现为对自我相关信息的

积极评价程度。此外, 还有研究表明, 在西方文化

启动下 , 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自我一致性动机

(self-consistancy motivation); 而在东方文化启动

下 , 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自我改善动机 (self- 

improvement motivation) (Oyserman & Lee, 

2008)。最后, 有研究显示在西方文化启动下的个

体会更关注自我目标, 东方文化启动下的被试则

更关注群体目标(Gardner, Gabriel, & Dean, 2004), 

说明个体自我构念的动态性也表现为自我相关动

机上的差异。 

4.3  自我相关情绪 

从传统的分离视角出发, Markus 和 Kitayama

提出独立型自我构念和社会脱离(social disengaging)

情感相关, 如愤怒、骄傲; 而互倚型自我构念和社

会参与(social engaging)情感有关, 如内疚、羞愧

(Markus & Kitayam, 1991)。实验研究的结果也证

实了这一假设(Kitayama et al., 2009)。然而, 文化

启动的研究表明, 自我构念的动态性也表现在自

我相关的情绪体验上。具体表现为, 在西方文化

启动下, 自我目标的实现会引发更高的积极情绪; 

在东方文化启动下, 集体目标的实现则引发了更

高的积极情绪(Oyserman & Lee, 2008)。此外, 还

有研究表明, 在东方文化启动下, 个体感知到的

社会评价可以预测其生活满意度, 然而在西方文

化启动下, 社会评价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力就不

存在了(Suh, Diener, & Updegraff, 2008)。以上研究

说明个体自我构念的动态性也表现为自我相关情

绪上的差异。 

5  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理论解释 

从聚合文化视角出发, 研究者针对全球化影

响下多元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提出了多种理

论解释。其中 , 文化的动态建构理论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Hong et al., 2000)强调个

体的多元文化经历, 文化的情境认知理论(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 CSC) (Oyserman, 2011)着眼

于文化社会化过程。详细论述如下：  

5.1  文化的动态建构理论 

为研究多元文化个体在不同文化间游走的过

程, 即双文化个体在不同类型自我构念间的动态

转换 , Hong 等人 (2000)提出文化的动态建构理

论。他们认为在不同文化交汇的社会环境, 或个

体在不同文化中的生活经历, 可以使个体掌握不

同的文化知识, 进而内化不同的文化知识网络(侯

玉波, 张梦, 2012)。这些个体实现多元文化认同的

方式不是内化某一种高度整合和结构化的价值取

向, 而是内化一系列分离和具体的概念网络。但

是, 个体已具有的不同的文化知识网络不能同时

指导个体行为, 而只有被当前环境所激活那个文

化知识网络才能指导个体行为, 从而实现个体根

据环境的需要 , 在不同的文化知识网络间的转

换。这些个体的自我构念中, 存在着一种转换机

制, 一旦某种蛰伏的文化知识网络被激活, 他们

的自我构念就会表现出相应的自我构念类型(Hong, 

Zhan, Morris, & Benet-Martínez, 2016)。因此, 在

文化的动态建构下, 多元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表

现出的动态性特点, 这一动态性存在的前提是个

体需要有直接的多元文化经历。Hong 等人(2000)

采用文化启动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理论, 当一些

代表中国文化的图片呈现时, 双文化的中国香港

被试会表现出互倚型的自我构念特征; 而当一些

代表西方文化的图片呈现时, 双文化的中国香港

被试会表现出独立型的自我构念特征。此后, 也

有一系列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持(如 Cheng, 

Lee, & Benet-Martínez, 2006; Friedman et al., 2012; 

Grossmann et al., 2012)。 

5.2  文化的情境认知理论 

Oyserman (2011)从文化社会化的角度提出了

文化的情境认知理论。根据该理论, 每一个文化

传统中都既包含稳定不变的要素, 也包含情境化

的、变化发展的要素(Oyserman, 2017)。相应的, 个

体的自我构念作为一种文化影响下的认知过程 , 

同样具有情境敏感性, 进而会随着文化情境的改

变而变化, 进而表现出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征。

根据该理论, 自我构念的情境敏感性是不需要个

体意识参与的。这一理论与文化的动态建构理论

的不同之处在于, 该理论并不认为直接的多元文

化经历是个体内化不同文化的前提, 而认为无论

个体来自于哪一种文化背景, 在实现其社会化的过

程中都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即使

来自于单一文化的个体(Mono-Cultural Individuals)同

样可以通过改变文化心态来适应当前的环境。

Oyserman 等人(2009)采用自我构念启动的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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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依据, 当让单一文化背景的韩

国被试和美国被试圈出一段文字中的“我”, 他们

的会更关注客体间的关系, 即表现出符合互倚型

自我构念的认知特征; 而让他们圈出一段文字中

的“我们”, 他们会更关注客体本身 , 即表现出符

合独立型自我构念的认知特征, 从而表明自我构

念具有动态变化的可能性, 直接的多元文化经历

不是自我构念动态性的必要条件。以此为文化的

情境认知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后, 也有一系

列研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持 (如 Oyserman & 

Lee, 2008; Wang et al., 2013; Xi et al., 2016)。 

6  自我构念动态性的影响因素 

正如聚合文化的研究所强调的, 不同文化间

存在着基于相互交流而产生的相互改变和发展 , 

说明文化交流是文化互动得以实现的前提(Morris 

et al., 2015)。同样的, 个体的自我构念虽具有动态

变化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动态性的表现会受到一

些因素的影响。4 个自我构念动态性的影响因素

为：(1)个体具有的多元文化经历; (2)个体对不同

的文化产生的文化认同; (3)个体对文化持有的非

本质主义观念; (4)个体所具有的文化智力。 

6.1  多元文化经历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 个体要通过与社会环境

的交互而实现社会学习(Vaske, 2014)。因此, 多元

文化经历对于个体自我构念的动态性而言是必要

条件。个体的多元文化经历越丰富, 对其他文化

群体下的个体的共情水平越强(Zuo & Han, 2013), 

表现出的文化适应性也越强, 进而发展出更具适

应性的、具有动态性的自我构念(Gardner et al., 

2004; Xi et al., 2016)。一项研究采用文化启动范式, 

比较了来自单一文化背景的个体(欧裔美国人)和

双文化背景的个体(亚裔美国人)的启动效应, 发

现双文化个体具有更具适应性的文化价值观, 并

可 以 根 据 社 会 线 索 做 出 更 具 适 应 性 的 行 为

(Gardner et al., 2004)。此外, 另一项研究招募了在

中国生活与在德国生活的中国大学生, 对被试进

行文化启动后, 让他们写出 20 句描述自我的句子, 

即完成 20 项自我描述测验(twenty statements test, 

TST), 通过比较个体写出的个体取向和社会取向

的自我描述的比重, 表明在西方文化启动条件下, 

所在地为德国的中国被试在 TST 任务中产生的个

体取向自我描述比例高于东方文化启动条件; 而

东方文化启动条件下, 所在地为德国的中国被试

在 TST 任务中产生的社会取向自我描述比例高于

西方文化启动条件。而所在地为中国的大学生被

试的结果虽然也符合该趋势, 但启动效应较弱(Xi 

et al., 2016)。以上结果说明, 个体的多元文化经历是

其自我构念表现出更具有动态性特征的重要前提。 

6.2  文化认同 

除多元文化经历外, 研究者提出个体对其所

拥有的东西方文化取向的主观整合程度存在差异, 

这将进一步体现在他们对多元文化的态度和适应, 

进而表现出个体自我构念的差异, 即表现出自我

构念的动态性, 研究者将这种对东西方文化取向

的整合称为双文化认同(Bi-Cultural Identities) (Cheng 

& Lee, 2013; Haritatos & Benet-Martinez, 2002)。

研究表明, 对多元文化认同程度高的个体, 更加

擅长在不同文化取向间进动态转换, 表现出自我

构念的动态性 , 以更好的适应当前的环境需要 ; 

多元文化认同程度低的个体, 则很难对不同的文

化取向形成连贯和整体的认知, 他们更加关注不

同文化取向间的差异, 更倾向于固守某种文化取

向的主导地位, 很难发展出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

征, 较难实现跨文化适应(Chen et al., 2008; Hong 

et al., 2016; Mok & Morris, 2012)。已有研究为此

提供了证据, 研究者发现多元文化认同程度高的

个体在西方文化启动条件下, 会更多的表现出内

归因的行为倾向, 即认为自我才是结果产生的原

因; 而在东方文化启动条件下, 表现出更多外归

因的行为倾向, 即认为他人或者外界因素才是结

果产生的原因; 反之则会表现出相反的行为模式

(Cheng et al., 2006)。最后, 研究还显示个体的多

元文化经历会对其双文化认同产生影响, 最终表

现在对自我构念动态性的影响(Cheng & Lee, 2013)。 

6.3  非本质主义观念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观念是指个体倾向于

寻求着事物的共性和普遍性, 文化的本质主义是

指某个社会群体所共享的文化特点和内容是固定

不变的, 非本质主义则认为文化的内容具有变化

发展的可能性 (Chao, Chen, Roisman, & Hong, 

2007; Park, Banchefsky, & Reynolds, 2015)。根据

Chao 等人(2007)的研究, 个体所持有的文化本质

主义观念强度影响自我构念的动态性。他们首先

测量了华裔美国人的本质主义观念的强度, 随后, 

让被试完成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启动任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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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被试所持有的本质主义观念越强, 其表现

出的启动效应越弱, 自我构念的动态性也更弱。

此外, 还有研究表明, 亚裔中国人所持有的文化

本质主义观念越强 , 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就越弱 , 

感受到的他们与美国白人的差异也越大, 进而表

现出的启动效应也越弱(No et al. 2008)。由此, 个

体持有非本质主义观念是自我构念动态转换的重

要前提, 即只有个体持有非本质主义的观念, 认

为文化的内容是具有变化发展的可能性, 才能进

而表现出多元文化影响下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征。  

6.4  文化智力 

针对多元文化环境及其影响, Ang 等人(2007)

发展出了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 CQ)的概

念及其测量方法。文化智力是指个体在新的文化

环境下, 收集、处理和判断信息, 并作出有效行为

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秉承智力的四维结

构, 文化智力也包含 4 个维度, 即元文化智力、认

知性文化智力、动机性文化智力及行为性文化智

力(Ang et al., 2007)。Ang 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

文化智力与个体的跨文化适应有关, 个体的文化

智力与总体的适应水平、人际互动方面的适应以

及工作环境中的适应均呈正相关。另外, 还有研

究表明个体所具有的文化智力与其在外派过程中

的实际工作表现有关(Magnusson, Westjohn, Semenov, 

Randrianasolo, & Zdravkovic, 2013)。由此可认为, 

文化智力是个体在多元文化影响下表现出自我构

念动态性的重要前提。个体只有通过其多元文化

经历, 学习和掌握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和价值观, 

其自我构念才能表现出具有适应性的动态转化特

征。最后, 研究还发现个体的多元文化经历同样

会对其文化智力产生影响, 最终表现在对自我构

念动态性的影响(Chao, Takeuchi, & Farh, 2017)。 

7  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的神经和生物基础 

7.1  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神经基础 

当前有关自我构念神经基础的考察主要延续

自我构念分类理论的思路, 探讨不同自我构念类

型的神经基础及其影响(韩世辉, 张逸凡, 2012)。

虽有一系列脑成像研究关注自我构念启动的影响, 

但是他们的关注点是在启动对后续任务的影响效

应及神经机制, 探讨文化启动下自我构念动态性

的神经机制的研究仍屈指可数(Oyserman, Novin, 

Flinkenflögel, & Krabbendam, 2014)。其中, 有部

分研究者基于聚合文化的研究视角, 试图通过考

察文化启动的神经活动及其对静息态脑活动的影

响, 从而探讨多元文化个体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神

经基础。结果显示, 相对于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 

互倚型自我构念启动增强背内侧前额叶 (dors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和腹外侧额叶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活动, 并且

互倚型自我构念启动和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分别

增强静息态下背内侧前额叶和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活动的局部一致性 (Wang  

et al., 2013), 说明个体在不同类型自我构念间进

行动态转换时, 其大脑默认网络的神经活动存在

差异, 从而证明了自我构念的动态性是以神经活

动的激活差异为基础。 

7.2  自我构念动态性潜在的生物基础 

从聚合文化的研究视角出发, 为达到对全球

化影响下个体多元文化经历的自我构念动态性这

一影响机制更为整合和深入的理解, 研究者提出

应关注基因、大脑和外界环境间的相互影响, 考

察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与先天基因的交互作用对自

我构念及其神经表征的影响 (Han et al., 2013)。通

过对该领域文献加以梳理, 现总结出两种基因可

能会对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征的发展产生影响： 

7.2.1  DRD4  

以往研究发现, 个体对环境线索做出反应的

强度存在基因层面的差异 , 多巴胺 D4 受体

(dopamine D4 receptor, DRD4)基因与个体对社会

信息的敏感性有关 (Bakermans-Kranenburg, van 

Ijzendoorn, Pijlman, Mesman, & Juffer, 2008)。研究

者进一步提出, 文化习得的过程可能会受到遗传

的调节。即, DRD4 在调节社会学习上具有关键作

用(Vaske, 2014), 因此, DRD4 基因多态性通过影

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多巴胺神经传递的效率, 从而

激活大脑的奖赏加工区 , 包括伏隔核 (nucleus 

accumbens)、纹状体(striatum)和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进而导致某种社会环境

下的个体表现出具有适应性的自我构念类型和行

为反应。该假设已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Kitayama 

et al., 2014)。由此可以推测 DRD4 可能会与文化

交流影响下社会环境的变迁产生互动, 进而影响

多元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动态性及其神经基础。 

7.2.2  5-HTTLPR  

研究发现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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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otonin transporter promoter polymorphism, 5- 

HTTLPR)与个体的生活经历相互作用, 影响个体

人格特质和行为(Pluess, Belsky, Way, & Taylor, 

2010)。研究者发现 5-HTTLPR 调节个体在对人格

特质形容词进行自我反思时的神经活动 (Ma, Li  

et al., 2014)。研究还显示 5-HTTLPR 与个体的互

倚型自我的得分相关。通过对 5-HTT 基于长(long)

和短(short)两种等位基因的个体进行脑成像研究, 

研究者发现长等位基因携带者在对自我和母亲相关

的人格特质进行反思时, 表现出互倚型自我的分数

与内侧前额叶脑区激活水平的显著相关(Ma, Wang 

et al., 2014)。由此说明, 5-HTTLPR 会与外界环境相

互作用, 进而影响个体自我构念的神经表征。由此, 

我们可以推论在文化多元化与文化交流的社会背景

影响下, 个体的多元文化的经历与 5-HTTLPR 相互

作用, 表现为自我构念动态性在神经层面的体现。 

8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目前对自我构念动态性的探讨更多的集中在

理论及行为研究层面, 未来有待更丰富的实证研

究进一步揭示其神经机制。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 

提出以下思考, 以期为聚合文化视角下的自我构

念的实证和机制探讨提供可能的研究途径。 

8.1  拓宽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研究范围 

正如前言所述, 研究者已将独立型和互倚型

自我构念的二重分类(Markus & Kitayama, 1991)

拓展为独立型自我、关系互倚型自我和集体互倚

型自我的三重分类。但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研究范

围则更多的停留在对独立型和互倚型自我构念间

动态转换的考察, 鲜有研究者关注独立型、关系

互倚型和集体互倚型的三重自我构念间的动态转

换。然而, 基于聚合文化的研究视角, 三重自我构

念间同样存在着动态转换的可能性, 并且这种动

态转换具有重要意义。根据 Cross, Morris 和 Gore 

(2002)的研究 , 美国女性在家庭关系中 , 会表现

出强调亲密关系的关系互依自我构念。然而, 在

工作场合中, 她们则会更多显示独立型自我, 以

满足工作情境对她们独立自主特征的需要。因此, 

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考察三重自我构念间的动态

转换, 从而拓宽自我构念动态性研究的研究范围, 

实现对自我构念动态性更为全面的理解。 

8.2  加强对自我构念动态性内在机制的实证检验 

从聚合文化的研究视角出发, 当前研究已证

明在文化交流的社会背景下, 多元文化经历使得

个体自我构念表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然而, 多

元文化经历是否一定会导致个体自我构念表现出

动态性？这一过程是否存在某些中介变量和调节

变量？以往研究结果显示, 多元文化经历的个体

具有更高的文化智力(Ang et al., 2007), 个体对不

同文化的认同程度会对启动效应的大小和方向性

产生影响(Hong et al., 2016), 且具有直接多元文

化经历的个体较之具有间接多元文化经历的个体, 

其表现出的启动效应也更强(Gardner et al., 2004), 

说明其自我构念动态性更强。因此, 基于以上研

究, 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对考察多元文化影响自

我构念动态性这一过程中, 个体的文化智力是否

能起到中介作用？个体对原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

认同程度如何调节其自我构念动态性？多元文化

经历中的哪一要素影响到自我构念动态性发展？

自我构念动态性又是如何随着个体的多元文化经

历得以发展的？个体本身的文化背景是否会影响

到这一过程？除了多元文化经历外, 还有哪些因

素在其中发挥作用？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 才能

揭示多元文化经历对个体心理状态的影响, 才能

真正理解自我构念动态性的心理机制。 

8.3  对自我构念动态性影响动机和情绪过程进

行考察 

自我构念作为个体心理活动的核心, 会对个

体认知、情绪和动机产生影响(Cross et al., 2011; 

Markus & Kitayama, 1991)。研究表明, 不同类型

自我构念的动态转换会影响到个体面孔识别(Sui 

& Han, 2007)、记忆(Wang, 2008)、和归因(Friedman 

et al., 2012)等过程。由此可见, 以往考察自我构念

动态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认知过程的影响, 较

少涉及自我构念动态性影响动机和情绪过程等领

域。基于此, 今后的研究可基于聚合文化的研究

视角, 进一步考察多元文化影响下, 自我构念的

动态性是否会影响个体的自我增强效应的表现？

是否会影响个体对不同类型情绪的体验和表达？

且个体的直接或间接的多元文化经历、多元文化

认同、文化智力如何调节以上过程？通过对上述

问题进行考察,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我构

念动态性的影响。 

8.4  研究范式的拓展：双文化启动范式的应用 

基于聚合文化的研究视角, 文化对个体产生

影响的方式不再是独立的和分离的, 而是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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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的形式对个体产生影响(Chao, Kung, & Yao, 

2015)。为考察这一影响过程, 研究者提出了双文

化启动范式(joint culture priming) (Chiu, Mallorie, 

Keh, & Law, 2009)。该范式与单一文化启动范式

的区别在于, 该范式中来自不同文化的文化标志

物会同时出现, 而不是分别呈现, 如位于故宫的

星巴克和星巴克月饼, 图片中同时包含了东西方

文化的成分。研究表明, 双文化启动能够强化人

们知觉到的文化差异 (Chiu et al., 2009; Torelli, 

Chiu, Tam, Au, & Keh, 2011)。双文化启动中, 个

体所属的文化象征物受到威胁时, 个体会产生文

化排斥反应(Wu, Yang, & Chiu, 2014), 文化认同

同时对这一过程产生调节, 进而降低个体在双文

化启动时的文化排斥反应(吴莹, 杨宜音, 赵志裕, 

2014; Hong et al., 2016; Li, Kreuzbauer, & Chiu, 

2015; Morris, Mok, & Mor, 2011)。双文化启动范

式作为文化混合情境的操作化指标, 考察文化混

合对其他心理变量的影响。双文化启动范式能够

直接捕捉到文化互动过程中不同文化相互混合及

其共同影响的社会情境特点, 并且与聚合文化视

角所倡导的研究文化互动这一主题相一致, 也更

具有生态效度。由此, 可以看出双文化启动范式

在研究自我构念的动态性上具有重要价值 (Chiu 

& Kwan, 2016)。那么, 不同文化同时呈现时对个

体自我构念产生怎样的影响？双文化启动会同时

激活个体的不同类型的自我构念, 还是会导致不

同自我构念类型间持续性的动态转换？个体的多

元文化经历、文化智力及文化认同在其中发挥着

怎样的作用？通过采用双文化启动范式对以上问

题的考察, 有助于提升当前文化启动研究的外部

效度, 使得我们更深入和更有效地理解文化混合

情境下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的特点。 

8.5  神经和生物层面的拓展 

基于聚合文化的研究视角, 今后的研究可进

一步考察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神经机制。首先, 神

经层面的拓展可关注于三重自我构念间动态转换

的神经机制。其次, 可关注双文化启动下的神经

活动特点。即通过双文化启动范式, 考察来自不

同文化下的文化线索同时呈现较之分别呈现, 个

体在自我相关脑区的神经活动特点, 以揭示文化

混合情境性下的个体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神经基

础。第三, 可关注个体文化认同影响自我构念动

态性的神经机制。即可通过比较多元文化认同程 

度高的个体和多元文化认同程度低的个体, 在面

对文化启动时大脑活动的神经活动是否存在差异, 

以此解释文化认同在自我构念动态性中产生作用

的神经基础。第四, 可关注自我构念动态性影响

情绪和动机的神经机制。即可通过考察多元文化

影响下, 具有自我构念动态性的个体其自我增强

效应的神经机制是否与单一文化个体相同？具有

自我构念动态性的个体对不同类型情绪体验的神

经机制是否与单一文化个体相同？最后, 除神经

层面的拓展外 , 未来的研究还可关注 DRD4 和

5-HTTLRP 在自我构念动态性发展上所发挥的作

用, 以及其与个体多元文化经历、文化智力及双

文化认同间的互动及影响。通过回答以上问题 , 

有助于更全面的揭示文化、自我、基因和脑这一

动态的相互塑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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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self-construal: A polycultural perspective 

MAMAT Marhaba1; WU Yanhong2 
(1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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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luenced by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raction, an individuals’ self-construal develops a dynamic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the poly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dynamic self-construal 

could develop at cognitive, motivational, and emotional levels, and proposed the theories of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of culture as well as culture as the situated cognition.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 

cultural identity, non-essentialism, and cultural intelligence were identified as influential factors of dynamic 

self-construal. While the current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the dynamic self-construal has a potential neural 

and biological basis, the present paper called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into the psychological, neural, and 

biological aspects of dynamic self-constr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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